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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收盘数值  涨跌% 

恒生指数 22,456.6900  1.4557  

台湾加权指数 9,358.1400  0.7665  

日经指数 19,520.6900  -0.3750  

海峡时报指数 2,954.1400  1.1238  

汉城综合指数 2,041.9500  -0.1804  

道琼斯 19,899.2900  -0.2150  

纳斯达克 5,487.9400  0.1996  

标准普尔 500 2,269.0000  -0.0771  

富时指数 7,195.3100  0.0775  

法兰克福指数 11,584.9400  0.0054  

 

货币 当前价格 涨跌% 

新西兰元 0.7024 0.8037 

澳元 0.7339 0.7551 

瑞郎 1.0097 -1.1068 

人民币 6.8869 -0.6592 

港元 7.7541 -0.0181 

欧元 1.0605 1.0963 

英镑 1.2417 0.7710 

品种 价格 涨跌 

纽约原油期货 $53.76 0.41  

布伦特原油 $56.9 0.43  

纽约天然气期货 $3.28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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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要闻 

 李克强：下一步要坚决整治“红顶中介” 

 财政部：将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央行亮剑向市场表明态度：不会容忍人民币贬值预期强化 

 商务部印发居民生活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产业动态 

 建行与陕西三家国企签署债转股协议 成立 500 亿去杠杆基金 

 北京今年将新增 1.5 万套自住房 机构称房价会平稳 

 上周集合信托成立规模创去年单周最大值 

 华尔街日报：沙特阿美上调面向东亚地区客户的原油售价 

 保监会拟将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由 51%降低至 1/3 

 金融市场 

 沪深股市：周四上证综指收盘涨 0.21%报 3165.41 点 

 海外股市：周四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纳指刷新收盘纪录新高 

 债券市场：Shibor 利率两极分化 短期品种大幅下跌 

 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创最大双日涨幅 

 石油期货：周四纽约原油期货收涨近 1% 

 机构策略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每日信息 
 



                                                     2017 年 1 月 6 日 

除另标注外，新闻来源为 Wind 资讯、新浪财经。股指、期货和外汇报价来自金融界网站。内容仅供参考，

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不对依据本刊内容做出的决策负责。联系方式：wangzhuoran@sinochem.com  

2 

 李克强：下一步要坚决整治“红顶中介” 

新华社报道，李克强总理在 1 月 4 日的常务会议上强调，“一定要下决心清

理不规范的中介服务，特别要坚决整治‘红顶中介’！” 

此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在部署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时，李克强曾

形象指出，要警惕一些审批事项换个“马甲”，由政府职能转到与政府关联的“红

顶中介”，要彻查“红顶中介”代替行政收费等现象。1 月 4 日的常务会议上，

总理重申道，本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已经取消了许多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但

仍然存在许多不规范的中介服务事项，必须进一步加大清理力度。 

当天会议决定，再取消与法律职业资格认定、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

批等有关的 20 项中介服务事项。积极探索将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逐步改

为政府购买。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财政部：将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企业税费负担问题答记者问称，

近十年来我国涉及企业的两大主要税种的税制改革，体现了普遍性减税和结构性

减税相结合的政策导向，是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

“放水养鱼”意识，在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着力完善税收制度，

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总的看，近十年来我国涉及企业的两大主要税种的税制改革，体现了普遍性

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的政策导向，是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强化“放水养鱼”意识，在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着力完

善税收制度，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我们将与有关

部门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在财

政部门户网站公开中央和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央行亮剑向市场表明态度：不会容忍人民币贬值预期强化 

近日人民币汇率上涨原因众多。客观上，美元走软，人民币中间价顺势抬升。

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需求对央行的依赖程度变得越来越高，使得央行对离岸人民

币市场干预较为容易。一般而言，央行只需要求香港市场上的中资银行减少向金

融市场融出人民币头寸，离岸市场人民币拆借利率就会顺势升高。同时，由于离

岸市场人民币存款池子已大幅缩小，扣除掉企业和居民正常备用资金后，实际可

以向外汇市场融出的“人民币外援资金”较稀缺。因此，央行通过“抽干”香港

离岸市场人民币的方式显著增加了离岸市场对央行的依赖程度，进而可以通过

“指导”中资银行放缓向市场融出人民币的方式来干预离岸人民币汇率，这种干

预方式可以较好节约宝贵的外汇储备。 

近期央行相关人士表示，管理预期已成为当务之急。美联储加息速度可能加

快、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仍存在贬值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

调人民币“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稳定”。 

   

财经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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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印发居民生活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近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商务部印发

了《居民生活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服务需求为出发点，重点围绕提高

供给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环境、规范供给秩序等方面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居民生活服务业集约化、信息化、标准化发展，

加快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居民生活服务体系，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

级。到 2020 年，初步形成优质安全、便利实惠、城乡协调、绿色环保的城乡居

民生活服务体系，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大众化、多元化、优质化的消费需求。 

 

 

 

 建行与陕西三家国企签署债转股协议 成立 500 亿去杠杆基金 

西部网讯称，陕西省政府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今天（1 月 5 日）在

西安举行市场化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签约。省长胡和平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

祖继并共同见证签约。副省长姜锋、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庞秀生参加会见并在签

约仪式上致辞。省政府秘书长陈国强主持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中国建设银行、省国资委分别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省属国

有企业签署了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建设银行将通过

权益性投资与三家企业成立合计 500 亿元的去杠杆基金，用于置换三家企业存量

负债，帮助企业通过债转股减少整体负债规模和财务支出，优化财务结构、降低

企业杠杆率，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促进资源整合与转型升级。 

 

 北京今年将新增 1.5 万套自住房 机构称房价会平稳 

据北京市住建委消息显示，2017 年将坚决保持房价平稳，将进一步调整用

地结构，合理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加大自住房建设力度，新增 1.5 万套以上自住

房供地，加大开工调度力度，力争尽早上市供应。 

据了解，北京市自 2013 年推出自住房以来，已累计推出项目 69 个，分配项

目 59 个，已摇号签约 5.6 万套，入市项目均价 1.8 万元/平方米。自住房为完善

全市房地产供应结构，有效支持中端住房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住宅土地供应角度看，2016 年，北京土地出让合计 219 万平方米，其中

包括了多宗持有出租地块，公租房等地块，可售的纯商品房住宅面积 38.9 万平

方米，自住型商品房 32.1 万平方米。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向记者表示，2016 年自住房成交超过 1 万套，

拉低了 2016 年全年北京商品房住宅均价 6.1%。 

 

 上周集合信托成立规模创去年单周最大值 

证券日报消息，上周共成立 103 款产品，成立规模约为 311.68 亿元。从成立

情况来看，经历了之前暴涨局面后，上周再创新高，再创 2016 年以来最大值，

其中成立规模较前一周暴涨近三倍，且成立数量也较前一周翻了一倍。这可以看

出上周成立市场与前一周相比呈强烈回温状态，市场行情呈大幅度上涨趋势。 

上周成立市场规模的暴涨，不乏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主要是跟上周有 6 款产

产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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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成立规模均超十亿元，甚至出现了有一款产品成立规模更是超过了八十亿元等

极其罕见的大规模产品成立的偶然因素有关。因此上周成立市场行情虽大幅度上

涨，但不能说明成立市场行情强势好转。另一方面，也与 2016 年 12 月份以来四

家信托公司曲线上市成功，通道业务利好，以及《慈善法》的颁布，让信托业在

困境中不断迎接着新的机遇有关。 

 

 华尔街日报：沙特阿美上调面向东亚地区客户的原油售价 

华尔街日报报道，周四（1 月 5 日），沙特阿美上调售往中日韩的原油价格，

其认为上述东亚国家的需求足够强劲，可以消化上调的价格；根据一份 2015 年

的报告可以看出东亚市场占沙特出口的近三分之二。分析师称沙特此举表明其已

开始落实欧佩克的减产协议，为追求收益最大化，沙特通过上调价格来抵消减产

的影响。 

消息人士称，沙特已完全落实减产，原油产量降 48.6 万桶/日至 1005.8 万桶

/日。 

 

 保监会拟将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由 51%降低至 1/3 

经济参考报消息，中国保监会近日发布《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拟将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由 51%降低至 1/3，旨在有效发挥

股东之间的监督制衡作用，防范不正当利益输送风险。  

根据征求意见稿，保监会将对股权实施分类监管，将保险公司股东划分为三

个类型，分别为控制类股东、战略类股东、财务类股东。  

其中，控制类股东是指持有保险公司股权 20%以上，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有

控制性影响的股东；或者持有的股权虽不足 20%，但足以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产

生控制性影响的股东。战略类股东是指持有保险公司股权 10%以上但不足 20%

的股东；或者持有的股权虽不足 10%，但足以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的股东。财务类股东是指持有保险公司股权不足 10%，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无重

大影响的股东。  

 

 

 

 沪深股市：周四上证综指收盘涨 0.21%报 3165.41 点 

周四两市有所差异，上证综指收盘涨 0.21%报 3165.41 点；深成指跌 0.13%

报 10371.47 点；创业板跌 0.38%报 1983.97 点，成交量微幅萎缩。股指如期震荡，

反弹行情也全面展开。 

资金面显示，周四两市大单净流出资金 108.74 亿元。其中，1077 只个股获

资金净流入，1750 只个股出现资金净流出，短线大单资金再度出逃，值得关注。 

 

 海外股市：周四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纳指刷新收盘纪录新高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四（1 月 5 日）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琼斯工

业平均指数下跌 42.87 点或 0.21%，报 19899.29 点；标普 500 指数下跌 1.75 点或

0.08%，报 2269.00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0.93 点或 0.20%，报 5487.94 点，

刷新收盘纪录新高。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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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1 月 5 日）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富时 100 指数收涨 0.08%，

报 7195.31 点，连续五日刷新收盘纪录新高；德国 DAX 30 指数收涨 0.01%，报

11584.94 点；法国 CAC 40 指数收涨 0.03%，报 4900.64 点。 

 

 债券市场：Shibor 利率两极分化 短期品种大幅下跌 

周四，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Shibor 利率两极分化，短期品种大幅下跌，中长期品种

大幅上扬。隔夜 shibor 跌 4.2 个基点报 2.13%，7 天期 shibor 跌 7.1 个基点报 2.4740%，14

天期 shibor 跌 1.3 个基点报 2.7920%，1 个月期涨 3.55 个基点报 3.3578%，连涨 40 个交易日

并创 2010 年 6 月初以来最长连涨纪录；3 个月期涨 4.72 个基点报 3.3384%，连涨 55 个交易

日，是 2010 年底以来的最长连涨周期。 

 

 

 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创最大双日涨幅 

金融时报消息，人民币汇率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双日涨幅。强劲的经济数据

和离岸市场流动性吃紧令看空中国者猝不及防，并推动美元相对各币种全线走

低。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涨幅高达 2.6%，涨至 1 美元兑 6.7853 元人民币，

为去年 11 月初以来的高点。而就在周二，人民币相对美元还处于 1 美元兑 6.9895

元人民币的创纪录低点。 

 

 石油期货：周四纽约原油期货收涨近 1% 

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周四（1 月 5 日）WTI 2 月原油期货收涨 0.5 美元或

0.94%，报 53.76 美元/桶。布伦特 3 月原油期货收涨 0.43 美元或 0.76%，报 56.79

美元/桶。 

油价周四交投震荡，终场收高，受沙特阿拉伯已经减产以履行石油输出国组

织(OPEC)减产协议的消息提振，此前美国公布上周汽油和馏分油库存意外猛增，

一度拖累油价下挫。 

自 11 月中旬以来，油价已经大涨了 23%，对 OPEC 减产的预期促使投机商

在最近几周增加原油期货的多头仓位。 

 

 股市机构策略综合 

 央企混改｜近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印发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关于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指导意见（试行）》，将推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

资本保值增值，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G | 英特尔近日发布了首款 5G 标准的通信芯片。公司预计将于 2017 年下

半年对 5G 调制解调芯片进行有限量产，旨在推动初始 5G 频段在全球范围

的试验和部署。此前高通也发布了一款 5G 调制解调芯片，将于 2017 年下半

年启动有限量产。 

 

 债市机构策略综合 

 中信证券称，货币政策在新的环境和压力下，仍将以量价配合的策略，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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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期控制“流动性闸门”并以 1 年期 MLF 利率水平引导中长期利率走势，

因此 2017 年 10 年期国债底部约束将为 3%，判断债市整体将呈现持续波动

且振幅扩大的态势。 

 

 申万宏源称，2017 年经济基本面较 2016 年小幅下行；资金面 R007 中枢预

计小幅上升至 2.6%至 2.7%，债市需求力量仍较为强劲，2017 年全年 10 年

期国债利率区间预计为 2.7%-3.4%，春节前利率债收益率预计将以高位震荡

为主，建议关注 2 季度经济和通胀预期修复带来的债市投资机会。。 

 

 九州证券称，央行近期暂停开展 28 天、14 天逆回购，只是由于春节因素正

常的提前暂停，同时叠加逆回购总规模减少没必要分成多个品种的进行，既

不是进一步“缩短放长”，也不是重新降低货币市场资金成本，不应该过度

解读。 

 

 


